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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於現今國際貿易進行運作時，在貨物到達目的地前，當事

人有就貨物為交易且轉讓權利之必要。因此遂發展出以載貨證

券作為運送人收受貨物之收據，而為運送契約之證明，並表彰

貨物所有權之歸屬之用，藉以利於各利害關係人進行貿易。然

現時造船工業、航海技術、通訊科技進步，船舶航行速度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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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貨物已運抵於目的港，受貨人尚未取得載貨證券，以至於

無法向海上運送人請求領取貨物之情形。為解決前述問題，海

上貨運單遂應運而生。此種單證與載貨證券不同，其不具有可

轉讓性，受貨人於請求受領貨物時並無須出示並繳回該單證於

運送人，運送人即可將貨物交付。海上貨運單並非如同載貨證

券表彰其上所載貨物所有權之物權性質，其僅為運送人收受貨

物之收據，暨運送契約之證明，兩者性質及定位有所差異。按

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

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或卸貨港或其他依

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本項規定除載貨證券外，是否可適

用於簽發海上貨運單之情形？甚或於未簽發海上運送單據時，

該海上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是否亦得依據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

規定，藉以決定管轄權法院？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海

商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論及運送人簽發海上貨運單所生爭議，認

為得直接依據前揭規定，據以決定具管轄權之法院，惟其妥適

與否，似有討論之空間。本文即針對上述相關議題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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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Para. 1 of Art. 78 of 
Maritime Act be Enforced 

Under Sea Waybill 
Chun-Wei Lo**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Bills of 

Lading which is issued by carrier to prove the receipt of goods, 
evidence of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 document of title to 
the good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marine technology, the 
vessel might arrive at the discharging port before the consignee 
could receive the Bills of Lading and be unable to entitled to 
delivery. Alternatively, sea waybill is a non-negotiable document 
where delivery is to be made to the named consignee without the 
necessity of 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sea waybill. The sea 
waybill is treated as the receipt of goods as well as evidence of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but is not capable of transferring either 
title or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to the goods. According to para. 1 
of Art. 78 of the Maritime Act: “Where either the port of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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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e port of discharge is in R.O.C., any dispute arising under a 
Bills of Lading may be instituted an action in the court of the said 
R.O.C. port of loading or port of discharge or any other competent 
court according to the law or regulations.” Except for the Bills of 
Lading, will this clause also apply to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Sea 
Waybill? Furthermore, even if there is no document of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issued, could the relationship of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of goods by sea be based on this article as 
connecting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competent court? Recently, 
Taiwan Kaohsiung District Court Civil Judgement Hai Shang Zi 
No.10 (2013) says that the dispute arising out of Sea Waybill could 
apply to the para.1 of Article 78 of Maritime Act as connecting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competent court. Is it satisfied or not? It 
has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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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海上貨物運送法制應有就全球統一規範與解釋之必要，

俾以促進國際貿易及海上貨物運送運作之穩定與效率 1。我國海

商法就海上運送單據之規定僅有載貨證券（Bills of Lading）乙

種，對於現今海上運送實務通常使用之運送單據類型尚有落差，

其或將窒礙國際貿易或海上運送業務之進行。海運實務，現除

以載貨證券作為運送單據外，亦有電子載貨證券及海上貨運單

（Sea Waybill）等類型。就海上貨運單之使用而言，現今實務

運作頗為普遍。我國法院民事判決就海上貨運單之認知長期以

來均有所偏誤 2，然觀察新近最高法院之民事判決 3，就此似已

步入正軌。  

                                                      
1 Michael F. Sturley, Uniformity In The Law Governing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26 J. Mar. L. & Com., 553, 556 (1995); G. Gilmore & C. Black, THE 

LAW OF ADMIRALTY, 191-192 (2nd ed. 1975); Francesco Berlingieri, 

Uniformity in Maritime Law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18 J. Mar. L. & Com., 317, 349 (1987). 
2 如最高法院 90 年台上字第 1793 號民事判決謂：「電報交付貨物之通知，

學理上稱為海上貨運單」；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1805 號民事判決亦論

及：「即出口商（託運人），在趕時效之貨物交運後，將全套載貨證券正本

不透過銀行押匯或託收情形下，請出口地之運送人（船公司）以電報要求

進口地之船務代理，在不交付載貨證券之情形下交付託運之貨物，此即實

務上所稱『電報放貨』、『直放提單』或『電放提單』，學理上稱為『海上

貨運單（Sea Waybill）』，一九七七年國際海運協會將其定義為：『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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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我國就海上爭議案件之法院管轄權歸屬，長久以來均有

相當之爭議。於西元 1999 年以前之海商法，除船舶碰撞案件之

管轄權規定外，其餘並未有所著墨。現行海商法則於第 78 條第

1 項增設如下之規定：「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之

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或卸貨港或其他依法有

管轄權之法院管轄。」就此規定，於簽發載貨證券所生爭議之

場合適用殆無疑義。然其對於載貨證券以外之海上運送單據，

如海上貨運單所生爭議是否亦得加以適用？甚而於未簽發海上

運送單據時，因海上運送契約所生之爭議，是否同有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尚有待討論。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海商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則認為，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

定於：「載貨證券，含其他得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海

運單據，如海上貨運單（下稱海運單）、電子載貨證券等及其

所證明之海上貨物運送契約法律關係」均有適用。換言之，法

院係認為有關載貨證券以外之其他運送單據，均得直接適用海

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之規定。此項見解妥適與否，殊值研究。本

                                                                                                                      
轉讓之單據，為海上貨物運送契約與接收，裝載貨物之證明，運送人負有

將貨物交付其上所載受貨人之義務。』，此與一般海運提單即載貨證券有

別。」。  
3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4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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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即以前揭判決為中心，就相關問題加以深入討論，期得以供

實務判決及我國海商法未來修正之參考。  

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年度海商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摘要 

一、事實 

原告主張韓進船務公司前受原告委託運送系爭貨物，該公

司並代理 HANJIN 公司簽發系爭海運單予原告，系爭貨物以系

爭船舶運送，詎系爭貨物於運往澳洲墨爾本途中，因 HANJIN

公司未盡照顧義務而下落不明，至今未曾送達，經公證公司認

系爭貨物應已沈入海底而滅失，貨主 TRANSTAR 公司迄今無

法提貨，經公證人理算實際損失金額共計澳幣 4 萬 1,218.95 元。

又 HANJIN 公司為未經我國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韓進船務公

司以 HANJIN 公司之名義與原告締結系爭運送契約，並代理

HANJIN 公司簽發系爭海運單，依民法第 634 條及民法總則施

行法第 15 條之規定，韓進船務公司應與 HANJIN 公司負連帶責

任。被告則以：韓進船務公司雖代理 HANJIN 公司，與原告訂

立系爭運送契約，系爭貨物並於運送途中落海，然依原告所提

出公證報告之記載，系爭船舶於西元 2012 年 6 月 5 日航經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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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爾斯海岸線附近時，遭逢惡劣天候，船內堆存於系爭貨

櫃下方 2 只裝載鋼捲之貨櫃，因包裝繫固不當發生位移，致貨

櫃脫離固定位置所致，依海商法第 69 條第 2、4、17 款規定，

被告自得主張免負損害賠償責任。況原告為系爭貨物之承攬運

送人，非系爭貨物之所有權人，自不承擔系爭貨物運送風險，

縱系爭貨物於運送中受有損害，原告並未因此受有實際之損害，

自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如認被告就系爭貨物之受損仍應負責，

因系爭貨物之託運人於貨物裝載前，未聲明貨物之性質及價值

經註明於載貨證券，被告自得依海商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主

張單位限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二、判決摘要 

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或修正前、後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均未有國際民事裁判管轄之明文規定；惟依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

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或卸貨港或其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

管轄。」細繹其旨，係以貨物之裝卸港所在地為關於載貨證券，

含其他得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海運單據，如海上貨運

單（下稱海運單）、電子載貨證券等及其所證明之海上貨物運

送契約法律關係之管轄連繫因素，並未區分當事人是否為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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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外國人；並參以載貨證券或海上貨物運送契約法律關係，

動輒涉及不同國籍、住所之人及不同法域之管轄，殊有國際民

事事件之本質及屬性，顯見以貨物之裝卸港所在地與載貨證券

或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具有關連性，應有其正當性及

合理性，並符合國際民事裁判管轄之法理，除可規範內國關於

載貨證券或其證明海上貨物運送契約訟爭事件之法院管轄外，

亦可涵攝規範該類型涉外海商事件之國際民事裁判管轄。  

三、判決爭點 

本案係承攬運送人代理運送人簽發海上貨運單於託運人，

於貨物到達目的地發生貨物毀損之情事。雙方當事人於高雄地

方法院進行訴訟，原告主張本件貨物之裝貨港為高雄港，故有

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高雄地方法院則以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係「以貨物之裝卸港所在地為關於載貨證券，

含其他得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海運單據，如海上貨運

單（下稱海運單）、電子載貨證券等及其所證明之海上貨物運

送契約法律關係 ...。除可規範內國關於載貨證券或其證明海上

貨物運送契約訟爭事件之法院管轄外，亦可涵攝規範該類型涉

外海商事件之國際民事裁判管轄。」即高雄地方法院認為海商

法第 78 條第 1 項雖以載貨證券為規定，但其亦包含其他得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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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海運單據，如海上貨運單、電子載貨

證券等及其所證明之海上貨物運送契約法律關係，均有該條項

規定之適用。因本件判決係於本年（2015）年 2 月為裁判，經

查尚無上級法院就此判決為維持或推翻之後續裁判，因此本文

僅就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之判決加以論述。  

参、載貨證券 

國際貿易中就貨物之運送，除陸地相連者外，自古至今大

致以海上運送為主。其係因為早期人類就陸地不相連之地域，

僅得以船舶作為唯一之運送工具。其後雖有航空器之發展，但

海上運送之方式仍較航空運送為經濟。由於較早時期之海上運

送尚未以專門行業運作，其係由貨主自任船長，以自船運送本

身所有之貨物，故無簽發載貨證券之需求。但於專業海上運送

業逐漸成形後，有使貨主交付貨物於海上運送人後取得憑證之

需求。繼而，因國際貿易之快速發展，於貨物到達目的地前，

當事人有就貨物為交易且轉讓權利之必要。遂發展出以載貨證

券作為運送人收受貨物之收據，藉以就海上運送契約為證明，

並表彰該貨物所有權之歸屬，且使貨物於海上運送過程中得為

交易，作為保障參與此項國際貿易活動當事人利益之用 4。  
                                                      
4 羅俊瑋（2012），〈馮京 vs 馬涼－論電報放貨通知是否為學理上之海上貨

運單〉，《全國律師》，16 卷 7 期，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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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載貨證券為現今國際貿易得以順暢進行之關鍵 5，其

有打開國際貿易倉庫之鑰的譽稱。於學說及實務之見解，載貨

證券具有如下三種功能，即：海上運送契約之證明、海上運送

人收受貨物之收據及代表海上運送人運送貨物之物權憑證等 6。

載貨證券以其是否具名，可將之區分為記名載貨證券（straight 

bill of lading）、待指示載貨證券（order bill of lading）及不記

名載貨證券 7。按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

應發給載貨證券，我國海商法第 53 條亦參酌國際公約就此加以

明定，因此載貨證券於我國法律暨現行國際公約之規定須為裝

船載貨證券。  

我國海商法第 60 條規定：「民法第 627 條至第 630 條關於

提單之規定，於載貨證券準用之。」依據民法第 630 條規定：

                                                      
5 M. G. Bridge, THE SALE OF GOODS, 299 (3rd ed. 2014); Nicholas Gaskell, 

Regina Asariotis & Yvonne Baatz, BILLS OF LADING: LAW AND 

CONTRACTS, 417 (2000). 
6 張新平（2010），《海商法》，4 版，頁 126，台北：五南；柯澤東（2010），

《海商法—新世紀幾何觀海商學》，2 版，頁 179-181，台北：元照；劉宗

榮（2007），《新海商法：海商法的理論與實務》，頁 269-273，台北：三民；

林群弼（2003），《海商法論》，頁 485，台北：三民；羅俊瑋，同前註 4，

頁 47；Sir Guenter Treitel & F.M.B. Reynolds, CARVER ON BILLS OF 

LADING, 1 (3rd ed. 2012); Yvonne Baatz, MARITIME LAW, 111 (3rd ed. 

2014); Simon Baughen, SHIPPING LAW, 6-8 (6th ed. 2015). 
7 William Tetley, MARINE CARGO CLAIMS, 552-553 (4th 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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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貨人請求交付運送物時，應將提單交還。」故於我國海商

法之載貨證券適用民法提單之規定，具繳回性證券之性質。於

海運實務中，載貨證券通常係由運送人、代理人或船長簽發乙

式三份交由託運人收執，於目的地其僅需將乙份交還於運送人

或其代理人，受貨人即得藉以提取貨物。按海商法第 58 條第 1

項即規定：「載貨證券有數份者，在貨物目的港請求交付貨物

之人，縱僅持有載貨證券一份，運送人或船長不得拒絕交付。

不在貨物目的港時，運送人或船長非接受載貨證券之全數，不

得為貨物之交付。」  

我國最高法院 67 年台上字第 1229 號民事判例論及：「載

貨證券具有換取或繳還證券之性質，運送貨物，經發給載貨證

券者，貨物之交付，憑載貨證券為之，即使為實際之受貨人，

苟不將載貨證券提出及交還，依海商法第 104 條（舊海商法之

規定）準用民法第 630 條規定，仍不得請求交付運送物。」換

言之，於海上運送人未收回載貨證券即將貨物交付時，對合

法取得載貨證券之持有人仍負有交付運送物之責任。運送人

如不能交付時，應負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責任。合法之載

貨證券持有人就運送物有受領之權利，但於受領貨物時應將

載貨證券繳回予運送人。對未持有載貨證券而請求交付貨物

者，運送人有拒絕之權利。縱請求交付貨物者於客觀上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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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有權受領之人，但未於請求交付貨物時提示載貨證券者，

運送人仍無交付貨物之義務。  

現時造船工業、航海技術、通訊科技進步，船舶航行速度

迅捷，常生貨物已運抵目的港，因載貨證券具物權性及繳回性

證券之特性，受貨人因尚未取得載貨證券以至於無法向海上運

送人請求領取貨物。復此時，於運送人方面則擔心無單放貨之

法律責任，而不敢交付貨物於受貨人，因此致使產生倉儲與費

用問題之困難。為解決此等問題，實務遂發展出以銀行擔保提

貨書（Letter of Indemnity and Guarantee）、電報放貨（Telex 

Release）或簽發海上貨運單等方式解決前揭困難。  

按以銀行擔保提貨之方式為於貨物已抵達目的港，但受貨

人尚未取得載貨證券時，其遂以銀行擔保提貨書向運送人要求

交付貨物。然銀行擔保提貨書僅於運送人就請求交付貨物之人

因未取得載貨證券而將貨物交付於該人，致遭載貨證券持有人

請求損害賠償而致損害時，始得請求出具擔保提貨書之銀行按

其上約定負其責任。但於此時，運送人仍然為違反運送契約，

無法解除其法律責任。  

因有前揭之問題，某些託運人遂於取得載貨證券後，即將

全套載貨證券於裝貨港交還運送人；或因考量費用之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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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運送人無需簽發載貨證券；進而要求運送人於目的港以電

報放貨之方式，將貨物交付於其指定之受貨人 8。於目的港，如

運送人交付貨物之對象非託運人所指定者，其即為違反運送契

約，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實務中，以電報方式放貨時，運

送人通常即列印一份非載貨證券之文件，其或為運送人通常使

用之載貨證券影印本而未經運送人之簽名，或另行製作者，將

其交付於託運人收執，就此項文件即為所謂之電報放貨通知。  

電報交付貨物之方式，雖有利於快速將貨物交付於受貨人

受領，然其所產生之困難則有 9：1、使用電報交付貨物，原簽

發之載貨證券條款對受貨人是否具拘束力？2、載貨證券背書後

可轉讓於他人，以電報交付貨物之方式，貨物應如何轉讓？3、

如有轉讓時，運送人如何確認貨物是否轉讓於某人？4、若電報

交付貨物之託運人與受貨人為承攬運送人時，實際運送人將貨

物交付給貨方時，是否須負錯誤交付之責任？5、承攬運送人錯

誤交付貨物時，運送人應否負責任？6、運送人與代理人因授權

未盡清楚，而產生錯誤交付貨物之情形時，應如何處理？凡此，

於現今海運實務均為難以解決之議題。  

                                                      
8 羅俊瑋，同前註 4，頁 43-44。  
9 羅俊瑋（2007），〈論海上貨運單（Sea Waybill）－兼論最高法院九十年台

上字第一七九三號判決〉，《政大法學評論》，97 期，頁 24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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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海上貨運單 

按載貨證券因具繳回與可轉讓之性質，其運用或有不便，

相關變通方式亦有如上之問題，實務即發展出海上貨運單。海

上貨運單與載貨證券相較，非為貨物之物權憑證，但其仍具海

上運送契約證明及海上運送人收受貨物收據之性質 10。 

一、特性 

海上貨運單非如載貨證券係代表貨物所有權之物權憑證，

我國海商法就此亦未規範 11。於英國 1992 年海上貨物運送法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92）第 1 條第 3 項 12規定，海

上貨運單非為載貨證券，但係符合以下要求之單據：（A）、

包括或證明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貨物收據；並（B）、依據上

述契約約定，運送人應將貨物交付與特定人。於英國 1992 年海

                                                      
10 程學文（1994），《英國一九九二年海上貨物運送法》，頁 20，台北：泛亞

海事商務法律事務所；Treitel, supra note 6, at para. 8-001. 
11 張新平，同前註 6，頁 183。  
12 (3) References in this Act to a sea waybill are references to any document 

which is not a bill of lading but—(a) is such a receipt for goods as contains 

or evidences a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nd (b) identifies the 

person to whom delivery of the goods is to be made by the carrier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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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貨物運送法將海上貨運單認為與記名載貨證券具相同之性

質 13，但兩者間仍有差異 14。海上貨運單之持有人於目的港，

無須憑該運送單據請求運送人交付貨物 15。但運送人需確認請

求交付貨物者為其上所載之受貨人，始得將貨物交付 16。託運

人得於貨物運送途中，向運送人要求改變所為之指示 17，將貨

物交付予海上貨運單所載受貨人以外之人。海上貨運單非屬物

權憑證，故不可由持有人以背書而為轉讓 18。 

                                                      
13 Parsons Corp. v. C.V. Schepvaartonderneming Happy Ranger (The Happy 

Ranger) (2002) 2 All ER. (Comm.) 24, para. 30; AP Moller-Maersk A/S v. 

Sonaec Villas Sen Sad Fadoul (2010) All ER. (Comm.) 1159, para. 28.  
14 Treitel, supra note 6, at para. 1-018. 按記名載貨證券於請求交付貨物時，

應將其繳還於運送人，但海上貨運單則否。進而應特別注意者為，英國

1992 年海上貨物運送法所規定之載貨證券必須為可轉讓之載貨證券，如

係不得轉讓之載貨證券，則並非該法所稱之載貨證券。記名載貨證券依

據英國前揭法律規定，係不得為轉讓者。然按我國海商法第 60 條與民法

第 628 條之規定，記名載貨證券經由背書後仍得將之轉讓。  
15  Law Commission, REPORT ON RIGHTS OF SUIT IN RESPECT OF 

CONTRACTS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para. 5.7 (1991); 

John Wilson,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159 (7th ed. 2010). 
16 Treitel, supra note 6, para. 6-0018; 羅俊瑋，同前註 9，頁 235。  
17 MacWilliam Co. lnc. v. Medeteranean Shipping Co. S.A. (The Rafaela S) 

[2005] 1 Lloyd`s Rep. 347, 360 (H.L.); Leo D'arcy & Barbara Cleave & 

Carole Murray & Clive M. Schmitthoff, SCHMITTHOFF’S EXPORT 

TRAD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81 

(10th ed. 2000). 
18 Tetley, supra note 7, at 290. 

94



論海商法第 78 第 1 項規定得否於海上貨運單適用 19 
 

二、國際公約之規範 

海上貨運單非海牙規則 19與威士比規則 20規定之海上運送

單據，該兩公約僅就載貨證券及與此相類之物權證券為規定 21。

漢堡規則 22與鹿特丹規則 23，則將海上貨運單納入規範。海上

貨運單屬漢堡規則第 2條 24規定之證明海上運送契約之證券 25。

                                                      
19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Bills of Lading (Hague Rules), 1924. 
20  Protocol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Relating to Bills of Lading (Visby Rules), 1968. 
21 (b)"Contract of carriage" applies only to contracts of carriage covered by a 

bill of lading or any similar document of title, in so far as such document 

relates to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including any bill of lading or any 

similar document as aforesaid issued under or pursuant to a charter party 

from the moment at which such bill of lading or similar document of title 

regul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a carrier and a holder of the same. 
2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Hamburg 

Rules), 1978. 
23 聯合國於 2008 年 12 月 11 日通過「聯合國全部或一部海上國際貨物運送

契約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並在 2009 年 09 月 03 日於荷

蘭鹿特丹舉行簽署儀式，簡稱「鹿特丹規則」（Rotterdam Rules）；Alexander 

Von Ziegler, Johan Schelin & Stefano Zunarelli, THE ROTTERDAM RULES 

2008, 2-3 (2010).  
24 1.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are applicable to all contracts of carriage 

by sea between two different States, if: (a) the port of loading as provided for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is locat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b)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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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規則第 1 條第 14 款 26規定：「『運送單據』（transport 

document）指運送人依運送契約簽發之單據，其：1、證明運送

人或履行人依運送契約收受貨物；及 2、證明或包含一運送契

約。」其係以「運送單據」一詞，藉以涵括所有海上運送單據，

因此海上貨運單為鹿特丹規則之規範對象。1990 年國際海事委

員會（Committe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制定海上貨運單

統一規則（CMI Uniform Rules for Sea Waybills），其需當事人

於海上貨運單約定以該規則為準據法始得適用 27。就海上貨運

單統一規則第 4 條 28之規定觀察，海上貨運單選擇適用該規則

時，應受適用該契約之國際公約或國內法之拘束。  

                                                                                                                      
port of discharge as provided for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is locat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c) one of the optional ports of discharge provided 

for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is the actual port of discharge and such 

port is locat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d) the bill of lading or other 

document evidencing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is issu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e) the bill of lading or other document evidencing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provide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or 

the legislation of any State giving effect to them are to govern the contract.  
25 張新平，同前註 6，頁 27-32；羅俊瑋，同前註 4，頁 42。  
26 “Transport document” means a document issued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the carrier that: (a) Evidences the carrier’s or a performing party’s receipt 

of good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and (b) Evidences or contains a 

contract of carriage. 
27 羅俊瑋，同前註 9，頁 236-237；羅俊瑋，同前註 4，頁 56-57。  
28 張新平（1990），〈海上貨運單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42 期，頁 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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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英國及我國法律之規定 

美國 1936 年海上貨物運送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36） 29第 1 條（b）項規定，運送契約僅適用於依據載貨證券

或與海上貨物運送有關之任何類似之物權憑證，因而成立之運

送契約。其於 1999 年海上貨物運送法草案第 2 條（a）項（6）

款規定，運送契約為全部或部分，經由海上以及部分採用一種

或一種以上運送方式，進行貨物運送之契約，包括載貨證券（或

類似單據），而不論該單據是否可轉讓，亦不論其係以印刷或

電子方式表現。運送契約尚包含於租傭船契約下簽發之載貨證

券，但其僅限於該單據規範運送人及載貨證券持有人之關係時

始為適用。綜上，其已將海上貨運單納入。英國 1971 年海上貨

物運送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71）將威士比規則適

用於英國，該法第 1 條第 6 項 30b 款規定包含海上貨運單。即於

                                                                                                                      
王肖卿（2005），《物流單證與國際運輸法規釋義》，頁 181-184，台北：

文史哲。  
29  美 國 法 之 深 入 討 論 ， Samuel Robert Mandelbaum, Creating Uniform 

Worldwide Liability Standards for Sea Carriage of Goods under the Hague, 

COGSA, Visby and Hamburg Conventions, 23 Transp. L.J. 471, 477-480 

(1996). 
30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X (c) of the Rules, the Rules shall have the force 

of law in relation to: (a) any bill of lading if the contract contained in or 

evidenced by it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the Rules shall govern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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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英國海上貨物運送法，其已規範海上貨運單持有人與海

上運送人間之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係。  

我國海商法於件貨運送或租傭船契約均可加以適用，於件

貨運送，運送人所簽發之單據，我國法僅規定載貨證券。就海

上貨運單，非屬海商法規範之範圍。我國海商法於未來修正時，

應將各種海上運送單據納入規範，始符現今海運實務需求。又

我國各級法院長期以來對於海上貨運單及電報放貨通知兩者認

識不清 31，而將其混為一談 32。如最高法院 90 年台上字第 1793

號民事判決謂：「電報交付貨物之通知，學理上稱為海上貨運

單」。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1805 號民事判決亦同，諸多學

者即撰文論及法院就此認知之不當 33。新近最高法院 102 年度

                                                                                                                      
and (b) any receipt which is a non-negotiable document marked as such if the 

contract contained in or evidenced by it is a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which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the Rules are to govern the contract as 

if the receipt were a bill of lading, … 
31 如最高法院 90 年台上字第 179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臺上字第 1805

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海商字第 4 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海商字第 17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年度海商上字

第 2 號民事判決等。  
32 羅俊瑋（2012），〈司法創造之學理依據—以臺北地院 99 年度海商字第 4、

17 號民事判決為中心〉，《法令月刊》，63 卷 10 期，頁 31。  
33 如程學文（2012），〈海上貨運單（Sea Waybill）與電報放貨，是否相同？

－從最高法院九十八年臺上字第一八○五號及九十年臺上字第一七九三

號民事判決談起〉，《全國律師》，16 卷 2 期，頁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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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 346 號民事判決終於將海上貨運單與電報放貨通知等

兩者予以區別，並陳述其間之差異。然於本判決後，下級法院 34

仍有執最高法院過去謬誤見解以為判決者，日後類似案件實應

                                                      
34 如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1 年度海商字第 4 號民事判決：「按載貨證券具物

權性，為提示證券、繳回證券，實際受貨人於請求交付貨物時，應將載

貨證券繳回，倘未持有載貨證券，即不得本於載貨證券之法律關係行使

權利。現代運輸快捷，國際間商品之運送時間大為縮短，在運輸實務上

發展出『電報放貨』之提貨方式託運，即出口商（託運人），在貨物交運

後，將全套載貨證券正本不透過銀行押匯或託收情形下，請出口地之運

送人（船公司）以電報要求進口地之船務代理，在不交付載貨證券之情

形下交付託運之貨物。前開『電報放貨』之通知，學理上稱為海上貨運

單（Sea Waybill），1977 年國際海運協會將其定義為：『係不得轉讓之單

據，為海上貨物運送契約與接收、裝載貨物之證明，運送人負有將貨物

交付其上所載受貨人之義務。』海運實務上則有稱為直放提單或電放提

單，此與一般海運提單（即載貨證券）有別。  

就物權法上觀之，海運提單表彰物權，一般可以背書方式轉讓，海

上貨運單不表彰物權，僅是託運人與運送人間之契約，是取得屬海上貨

運單之電報放貨傳真通知者，與取得具有物權效力之載貨證券有別。被

告抗辯本件貨物運送係採電報放貨方式，並未交付載貨證券正本給託運

人等語，此有原告所謂之載貨證券(原證 5)其上所載之『此提單電放』可

稽，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曾簽發並交付載貨證券與託運人，再由

託運人處取得載貨證券，因此本件不論被告曾否簽發載貨證券，因託運

人指定以電報放貨方式託運，被告未曾交付載貨證券正本與託運人，或

已由託運人繳還被告，原告自無從因受讓而持有載貨證券正本，尚不得

基於載貨證券之法律關係對被告行使權利，因此原告所謂之載貨證券以

下即改以海上貨運單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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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前揭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46 號民事判決之正確見

解，始為妥適。  

伍、國際裁判管轄權  

按具涉外因素之案件於進行訴訟時，首先應確定其管轄權

之歸屬。涉外民事訴訟案件由何國法院取得管轄權，對當事人

權益有重大影響，其應考量裁判之妥當與正確性、當事人公平

性、訴訟經濟暨未來得否為有效執行等因素。一般而言，內國

案件由內國何一法院審理較無差別，但涉外民事訴訟案件由何

國法院取得管轄權，則對案件有重大之影響。國際海上貨物運

送為跨國性之活動，於相關爭議案件產生時，即生複數連繫因

素。其或為人之因素，如運送人、託運人或受貨人之國籍、住

所地或營業地；亦或為地之因素，如收貨地、卸貨地；亦或為

船舶之因素，如船籍港、啟航港、目的港、中途停泊港或船舶

扣押地等。前揭因素雖非與貨物毀損或滅失所生之訴訟均有牽

連，然就不同連繫因素決定具管轄權之法院，將影響貨損索賠

訴訟之結果。以下就海商案件所生之管轄權相關問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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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管轄權之分類 

管轄權，係劃定法院可行使審判權之權限，其有國際裁判

管轄權與內國裁判管轄權之區分 35。國際裁判管轄權係指某國

法院對涉外民事訴訟案件得為管轄之資格，並得據以審理之權

利 36，其與法律衝突規則密不可分 37。於國際裁判管轄權確定

後，始生內國何一法院對爭議事件具管轄權之問題 38。即國際

裁判管轄為某國受訴法院就管轄權之有無進行判斷，並得否就

該案件為實質審理。果無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受訴法院恣意就案

件為審理，其係屬訴訟要件之欠缺。又法院就當事人於外國法

院所為判決，申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時，應審查為裁判之法院

是否具有國際裁判管轄權，果為裁判之法院無管轄權者，法院

則不承認該判決得於內國為執行。按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

                                                      
35 亦有論者稱兩者無須分別，其稱：「蓋民事審判權之有無（如對有治外法

權人之外國人有無審判權），係將我國法院全部當作一整體加以判斷。就

特定訴訟事件，我國法院能否加以審判，屬審判權之問題。至於在決定

我國法院有審判權之後，我國各個法院互相之間，如何分配審判之權限，

即屬管轄之問題。」。邱聯恭、許士宦（2012），《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 2012

年筆記版（一）》，頁 174，台北：作者自版。  
36 林益山（2010），《國際私法與實例解說》，頁 71，台北：作者自版；劉鐵

錚、陳榮傳（2010），《國際私法論》，頁 665，台北：三民。  
37 陳啟垂（2006），〈國際管轄權的合議─評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二

四七七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31 期，頁 158。  
38 陳榮宗、林慶苗（2009），《民事訴訟法（上）》，頁 96，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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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第 1 款即規定：「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不認其效力：一、依中華民國之法律，外國法院無

管轄權者。…」  

二、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決定 

同前揭，涉外民事訴訟案件由何國法院行使管轄權，對當

事人權益有重大之影響。蓋於內國案件由內國任一法院審理，

法院認事用法較具統一性，對當事人權益較無重大差異。但涉

外民事訴訟案件因各國法律規定暨訴訟制度未盡相同，故當事

人對管轄權由何國法院取得頗為關注。而於海商案件之託運人、

受貨人、運送人、船舶國籍、裝卸貨港，或事故發生地常牽涉

不同國家，因此海商案件除少數單純於國內航行之船舶外，大

部份均具涉外因素，如何確定具管轄權之法院，為現今實務處

理案件之爭點。  

案件具涉外因素，其管轄權如何確定，非如國內案件簡易。

學者認為法院取得管轄權與否，應與案件間有密切關係始為妥

適 39。關於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決定，除少數情況外，我國法並

無明文規定。實務與學說就其決定方法大致有如下四種方式，

                                                      
39 柯澤東（2010），《國際私法新境界─國際私法專論》，頁 63，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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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逆推知說、類推適用說、利益衡量說以及立法說，茲說明

如下：  

（一）逆推知說  

逆推知說乃指就涉訴案件之內國牽連因素採取逆推知法，

即先行決定內國法院之地域管轄，再依據此地域管轄之分配，

逆向推論該國法院具該涉外案件之國際裁判管轄。換言之，即

從民事訴訟法就土地管轄之規定，推知國際裁判管轄權所屬，

如符合民事訴訟法土地管轄之規定，無論係國內或涉外民事訴

訟案件，法院皆得對該案件為管轄 40。 

（二）類推適用說  

涉外民事案件，於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當然得直接適用。

然若內國現行法缺乏相關立法決定國際裁判管轄權歸屬者，為

尋求法律公正之效果，即找尋相類似事項之法律規定，藉以彌

補法律空白，即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就地域管轄之規定。然我

國學者認為於類推民事訴訟法規定適用時，仍應考量涉外民事

訴訟案件之特有因素，藉以決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歸屬，或較

為妥適 41。 

                                                      
40 陳啟垂，同前註 37，頁 158。  
41 陳啟垂，同前註 37，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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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衡量說  

利益衡量說並不考慮內國土地管轄，就國際裁判管轄權之

決定採多元化之考量。即就案件判斷法院有無國際裁判管轄權

時，應對諸要素作利益衡量。即其應就案件類型於民事訴訟法

規定之機能加以考量，藉以作為判斷管轄權有無之要件。此等

要素如證據調查方便與否、被告防禦等為判斷，決定是否由某

國法院審理案件較為適宜。學者 42有認為應以當事人利益及公

共利益為綜合判斷，就當事人利益考量即為考量保障勝訴之判

決得否有效執行之國家法院，藉以貫徹國際私法上之有效原則；

公共利益則指對身份案件與不動產案件等，不允許當事人選擇

管轄，而由法律強制規定管轄。亦有學者 43認為若法院對涉外

民事案件之審理在時間、勞費、證據調查等方面皆符合經濟、

迅速、便捷等事項，則應認為該法院具有該涉外案件之國際裁

判管轄權。綜合前揭，其具體衡量因素有 44：（1）當事人之便

利、公平、可預見性；（2）裁判之迅速、效率、公平性；（3）

                                                      
42 馬漢寶（2006），《國際私法》，頁 203，台北：作者自版。  
43 蔡華凱（2004），〈國際裁判管轄總論之研究－以財產關係訴訟為中心〉，《國

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17 期，頁 42。  
44 林秀雄（2008），〈國際裁判管轄權－以財產案件為中心〉，劉鐵錚教授六

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劉鐵錚祝壽論文集：國際私法理論

與實踐（一）》，頁 125，台北：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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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及證人調查之便利；（4）勝訴判決得否有效行使；（5）

訴訟地與案件之關聯是否密切；（6）法律選擇之關聯性。  

（四）新類型說  

本說認為對具體案件類型，應依個案認定決定其適用規則，

若非特定類型者則按利益衡量說確立管轄規則 45。於我國法院

審理涉外民事訴訟案件時，一般係採類推適用說，但亦有兼採

數種規則者 46，並有認為應與法庭地有合理之連繫因素者 47。

按國內案件與具涉外因素之案件，兩者間本質未盡相同，其如

何得為類推適用，似有疑義。故有學者 48提出調和修正類推適

                                                      
45 蔡華凱，同前註 43，頁 21；徐維良（2001），〈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基礎理

論〉，《法學叢刊》，183 期，頁 86。  
46 最高法院 99 年度台抗字第 251 號民事裁定。  
47 我國高等法院 96 年度抗字第 1553 號民事裁定論及：「抗告法院認為，因

相對人係分別設址於美國、香港而未經我國認許之外國法人，相對人追

加之訴係屬涉外事件，是首應審究者為我國對於該涉外事件是否具有國

際裁判管轄權。按關於國際民事訴訟事件之裁判管轄權問題，現行國際

法上尚未確立明確之規則，學說上固有 1.逆推知說，依內國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若認有管轄權，即認有國際管轄權；2.修正類推說，以內國之土地

管轄規定為參考原則，但仍應參酌涉外事件之特殊性，同時考量外國法

之相關規定及國際條約之內容；3.利益衡量說，即參酌當事人利益、公共

利益、個案之內容及性質、與特定國家之牽連性等因素作綜合衡量而為

判斷等爭論，但不論採何種學說，皆認須以法庭地與系爭事件間有合理

之連繫因素，作為國際裁判權之基礎。」。  
48 吳光平（2009），〈涉外海上件貨運送契約案件的國際裁判管轄-以託運人

或受貨人的保護為中心〉，《玄奘法律學報》，12 期，頁 26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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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說與利益衡量說之觀點，藉以決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是否

得將其於涉外民事案件類推適用，以定國際裁判管轄權。  

三、不便利法院原則 

不便利法院原則（forum non conveniens）源於 19 世紀中期

之蘇格蘭 49，其認為本國法院按國內法或國際條約規定對某一

涉外民事案件具管轄權，但其對案件行使管轄權係不便利或不

公平，且存在有更為便利審理案件之外國法院時，其得拒絕行

使管轄權 50。換言之，不便利法院原則為享有管轄權之法院放

棄行使，並確信他國法院有審理案件之管轄權，且於該地起訴

可獲得更為公正之判決，並得防止當事人為擇地訴訟者 51。於

上世紀後半葉，不便利法院與當事人自主原則，即成為解決國

際管轄權衝突之重要方式。英國於 1969 年 The Eleftheria52案建

立不便利法院適用之原則，並於 MacShannon v. Rockware Glass 

Ltd.53、Amin Rasheed Shipping Corp. v. Kwait Insurance Co.54 等

                                                      
49 James Fawcett, Janeen Carruthers & Peter North,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426 (14th ed. 2008). 
50 Adrian Brigg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ENGLISH COURTS, 

319-320 (2014). 
51 Fawcett et al., supra note 49, at 439; Tetley, supra note 7, at 804-805. 
52 The Eleftheria (1969) 2 All ER. 641. 
53 MacShannon v. Rockware Glass Ltd. [1987] A.C. 795. 
54 Amin Rasheed Shipping Corp. v. Kuwait Insurance Co. [1984] A.C.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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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案件適用 55。學者 56認適用不便利法院原則之要件為：（一）

兩法院均享有管轄權；（二）證人之證言暨證據，在另一法院

更有可能被採用；（三）訴訟適用另一法院之法律，於該法院

能夠更充分考慮；（四）按法律規定，法院依據當事人請求可

准許適用不便利法院原則。換言之，判斷不便利法院原則是否

採納，應考慮下列事項，即：當事人之便利和費用負擔、是否

有約定管轄權或仲裁條款、案件之準據法、各當事人之居所地、

住所地和營業地、外國法院之判決是否存在不公正之風險或其

與司法獨立性原則相違背，或該外國法院缺乏經驗、低效率或

拖延判決、如停止訴訟，原告潛在利益之損失（如，經濟快速

之審判、高額之損害賠償、利息和費用、擔保、舉證責任及時

效）等。  

不便利法院原則適用之前提，為受理案件之法院對爭議案

件有管轄權，而被告應舉證說明另有其他適合進行訴訟之法院。

受理之法院則須對案件之連繫因素進行審查，確定與案件有最

密切和實質性連繫。於有不便利法院原則適用時，法院應停止

                                                      
55 Wilson, supra note 15, at 316-17. 
56 林恩瑋（2007），〈國際管轄權之積極衝突：以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

二條為重心〉，《法學叢刊》，52 卷 3 期，頁 55；蔡華凱，同前註 43，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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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程序 57。按停止訴訟之考慮，在於避免法院於有管轄權之

情況而放棄行使，以致影響當事人之權益。法院停止訴訟程序

時，應保留至其他法院最終對爭議作出判決時，故其應採取附

條件之停止訴訟（conditional stay）而非駁回訴訟（dismissal）58。 

按我國早期實務見解 59於採用不便利法院原則後，係將原

告之訴駁回而非停止訴訟，對當事人之權益保護似有不足。學

                                                      
57 Aratra Potato Co. Ltd. v. Egyptian Navigation Co. (The El Amria) [1981] 2 

Lloyd’s Rep. 119, 123-124 (C.A.). 
58 Tetley, supra note 7, at 802-03. 
59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保險字第 10 號民事裁定：「再按涉外民事事件

之審理，不比純粹內國民事事件，特別在證據調查等方面，往往因司法

互助之欠缺等原因，致訴訟程序不易進行，參考英美法例之法庭不便利

原則，及日本國之裁判先例，如涉外民事事件另有管轄權之外國法院，

且該外國法院在審理上較諸我國法院更為便利時，自宜由該外國法院管

轄處理。而前開考慮因素包括證人之住、件之事實發生地何在、該事件

所應適用之準據法及其對於法院負擔等。司法實務上，本院 86 年度訴字

第  681 號裁判意旨亦彰明，因認我國法院對本件訴訟並無一般管轄權，

而駁回原告之訴。參照本院  85 年訴字第 1689 號、87 年訴更字第 6 號、

87 年保險字第 47 號等判決，亦均採相同之見解。是司法實務上早經認本

國法院若屬『不便利法院』時，即可將原告之訴駁回。」  

又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抗字第 529 號民事裁定：「按我國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係對於涉外事件，決定其應適用何國之法律，至法院管轄部分，

並無明文規定，故就具體事件，受訴法院是否有管轄權，應依法庭地法

即本國法加以判斷。又案件含有涉外成分，如一國之管轄權不具合理基

礎，不僅容易引起國際爭執，縱使判決確定，亦難為外國法院所承認，

致無法於外國為強制執行，進而失去訴訟功能之目的，故學說上認為一

國法院行使一般管轄權之合理基礎，應指該案件中之一定事實與法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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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關於國際性之雙重起訴，受理訴訟之法院應對將來外國法

院之判決在我國有無可能予以承認為審查，若認有承認之可能，

則法院得以暫不訂期日之方式，實質停止訴訟 60。於 2003 年 6

月 25 日修正之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當

事人就已繫屬於外國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訴，如有相當理由足認

該事件之外國法院判決在中華民國有承認其效力之可能，並於

被告在外國應訴無重大不便者，法院得在外國法院判決確定前，

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但兩造合意願由中華民國法院裁判者，

不在此限。」依現行法之規定，即允許我國法院斟酌具體情況

後，作出停止國際民事訴訟程序之裁定 61。  

                                                                                                                      
國有某種牽連關係存在，使法院審理該案件應屬合理，而不違反公平正

義原則。至所謂一定之事實不外指當事人之國籍、住所、居所、法律行

為地、事實發生地、財產所在地等連繫因素，並得援引我國民事訴訟法

上對於內國案件管轄權之規定，以為涉外民事事件管轄權判斷標準。然

若上述之聯繫因素分散於數國，致該數國產生國際管轄權法律上之衝突

時，對於國際上私法生活之安定及國際秩序之維持不無妨害，為避免國

際管轄權之衝突，並於原告之法院選擇權與被告之保障、法庭之方便間

取得平衡，於受訴法院對某案件雖有國際管轄權，但若自認為是一極不

便利之法院，案件由其他有管轄權之法域管轄，最符合當事人及公眾之

利益，且受訴法院若繼續行使管轄加以裁判，勢將對被告造成不當之負

擔時，該國法院即得拒絕管轄，此即學說上所稱之『不便利法庭之原則

（Doctrin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是在決定我國法院是否行使國際

管轄權時，自應參酌當事人訴訟權之保障。」。  
60 陳榮宗、林慶苗，同前註 38，頁 105。  
61 林恩瑋，同前註 56，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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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於我國法院審理涉外民事訴訟案件時，一般係採類推適用

說，藉以決定案件之國際裁判管轄權歸屬。然亦有兼採數種規

則者 62，復有認為應與法庭地有合理之聯繫因素者 63。按是否

具涉外因素之案件，兩者本質未盡相同，故以類推適用民事訴

訟法管轄權規定於具涉外因素之案件並不妥適，學者遂有主張

調和修正類推適用說與利益衡量說之觀點 64。本文認為對涉外

民事訴訟案件之國際管轄權實應以法律加以明訂，使其有確定

之準則以為遵行或較為妥適。當然於未有規定前，相關案件按

                                                      
62 最高法院 99 年度台抗字第 251 號民事裁定。  
63 台灣高等法院 96 年度抗字第 1553 號民事裁定論及：「抗告法院認為，因

相對人係分別設址於美國、香港而未經我國認許之外國法人，相對人追

加之訴係屬涉外事件，是首應審究者為我國對於該涉外事件是否具有國

際裁判管轄權。按關於國際民事訴訟事件之裁判管轄權問題，現行國際

法上尚未確立明確之規則，學說上固有 1.逆推知說，依內國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若認有管轄權，即認有國際管轄權；2.修正類推說，以內國之土地

管轄規定為參考原則，但仍應參酌涉外事件之特殊性，同時考量外國法

之相關規定及國際條約之內容；3.利益衡量說，即參酌當事人利益、公共

利益、個案之內容及性質、與特定國家之牽連性等因素作綜合衡量而為

判斷等爭論，但不論採何種學說，皆認須以法庭地與系爭事件間有合理

之連繫因素，作為國際裁判權之基礎。」。  
64 吳光平（2006），〈從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決定基準論我國法上海事案件國際

裁判管轄權之決定〉，《中原財經法學》，16 期，頁 2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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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多數實務見解，係採用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就管轄之

規定。  

陸、海商法第 78條第 1項就載貨證券管轄確定

之規定得否於海上貨運單適用 

就涉外海商案件，我國實務見解除少數肯認載貨證券管轄

權條款之效力外，大致均就該管轄權條款之約定加以否認。我

國法院係以載貨證券為運送人單方所簽發，其上所載條款非為

當事人之合意，因而排除前揭管轄權條款之約定 65，然此等見

解於歷年來有相當之爭議。於海商法未增訂第 78 條規定前，我

國法院即回歸一般涉外案件之國際管轄權處理原則，類推適用

民事訴訟法管轄權之規定。按於涉外海商案件，原告一般係以

契約暨侵權行為作為其請求權基礎，而分別類推適用民事訴訟

                                                      
65 我國法院通常以載貨證券僅係單方當事人（即運送人）所擬定，如最高法

院 64 年台抗字第 239 號民事判例、67 年度最高法院第 4 次民事庭庭推總

會決議（4/25/1978），及 92 年度最高法院第 7 次民事庭會議複審補充決

議（4/15/2003）咸認，載貨證券僅為單方之意思表示，進而否認載貨證

券背面記載準據法及仲裁條款之效力。新近判決如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

抗字第 427 號民事裁定要旨亦論及：「…次按載貨證券係運送人或船長於

貨物裝載後，應託運人之請求，由運送人或船長單方簽發之證券，載貨

證券上雖有『管轄合意條款』之記載，乃運送人或船長單方所為之意思

表示，除有其他情事足認有合意外，不能單憑該項記載，認當事人已有

管轄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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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各該管轄權之規定。少部分如有對船舶進行扣押者，於債務

人提供保證金於法院提存時，則主張以得扣押財產所在地為由，

進而確定其管轄之法院。 

於 1999 年我國海商法修正前，我國海商法主要係參酌海牙

規則而制定，然因海牙規則就管轄權部份並未有所著墨，故我

國海商法就此亦留下空缺。但 1999 年海商法修正時，鑒於前揭

爭議不斷，遂參考漢堡規則第 21 條之部份規定，增訂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之規定。  

一、海商法第 78條第 1項規定之立法背景 

我國海商法原僅就船舶碰撞之涉外民事訴訟管轄權為規定，

如於現行海商法第 101 條即規定：「關於碰撞之訴訟，得向下

列法院起訴：一、被告之住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二、碰

撞發生地之法院。三、被告船舶船籍港之法院。四、船舶扣押

地之法院。五、當事人合意地之法院。」  

於現行海商法另增加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裝貨港或卸貨

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

或卸貨港或其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按本規定係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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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規則第 21 第 1 項第 3 款而設者 66，然其並未將漢堡規則管

轄權之規定全盤接受，其僅為因應實務使用載貨證券，於管轄

權條款約定以外國法院為管轄權法院，為使國民就相關案件進

行訴訟時，得於我國法院進行訴訟之原因所設 67。 

海牙規則係國際首次就海上貨物運送法律秩序統一之規範，

然因時代進步，社會、經濟發展，貨方國家認為海牙規則過於

偏惠運送人，遂要求另立新公約。但海運強權國家僅接受就海

牙規則為些許變動，因此產生威士比規則。海牙規則及威士比

規則至今仍廣受主要海運國家接受，然其並未對管轄權為規

定 68。漢堡規則為首先就管轄權規定之國際海上貨物運送公約 69，

於該規則第 21 條 70第 1 項規定：「1、按本公約規定於有關貨

                                                      
66 張新平，同前註 6，頁 294；柯澤東，同前註 6，頁 231。  
67 羅俊瑋（2014），〈論載貨證券管轄權條款之問題〉，《世新法學》，8 卷 1

期，頁 117。  
68 同前註，頁 98。  
69 Tetley, supra note 7, at 1913-1914. 
70 1.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relating to carriage of goods under this Convention 

the plaintiff, at his option, may institute an action in a cour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State where the court is situated, is competent and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which is situated one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a) th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r, in the absence thereof, the habitual residence of the 

defendant; or (b) the place where the contract was made, provided that the 

defendant has there a place of business, branch or agency through which the 

contract was made; or (c) the port of loading or the port of discharg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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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y additional place designa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2. (a)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an action may 

be instituted in the courts of any port or place in a Contracting State at which 

the carrying vessel or any other vessel of the same ownership may have been 

arr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rules of the law of that State and of 

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in such a case, at the petition of the defendant, 

the claimant must remove the action, at his choice, to one of the jurisdiction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laim, 

but before such removal the defendant must furnish security sufficient to 

ensure payment of any judgement that may subsequently be awarded to the 

claimant in the action. (b)All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sufficiency or 

otherwise of the security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of the port or place 

of the arrest. 

  3. No judicial proceedings relating to carriage of goods under this 

Convention may be instituted in a place not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 or 2 of 

this article.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aragraph do not constitute an obstacl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for provisional or protective 

measures.  

  4. (a) Where an action has been instituted in a court competent under 

paragraphs 1 or 2 of this article or where judgement has been delivered by 

such a court, no new action may be started between the same parties on the 

same grounds unless the judgement of the court before which the first action 

was instituted is not enforceable in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new proceedings 

are instituted; (b)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he institution of measures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enforcement of a judgement is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starting of a new action; (c)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he removal 

of an action to a different court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or to a court in 

another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a) of this article, is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starting of a new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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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運送之司法程序，原告得選擇如下法院提起訴訟，並按該法

院所在國法律規定該法院有權管轄，且位於該法院管轄範圍之

下列地點之一者：（a）被告之主要營業所，或如無主要營業所

時，其通常住所；或（b）契約訂立地，但該契約須為經由被告

在該地之營業所、分支機搆或代理機構訂立；或（c）裝貨港或

卸貨港；或（d）海上運送契約為此目的指定之任何其他地點。」

本項（a）款規定為「以原就被」之屬地管轄原則。然因於國際

海上貨物運送，貨物具有隨船舶移動之特性，故於本項第（c）

款、第（d）款將與運送或貨物有關之地點，作為屬地管轄之連

繫因素 71。 

於漢堡規則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a）雖有本條上述各

項規定，如載貨船舶或屬於同一船舶所有人之任何其他船舶，

在一締約國之港口或地點，按該國適用之法律規定及國際法規

定被扣押，即得在該港口或地點之法院提起訴訟。但經被告請

求，原告須將訴訟轉移到由原告選擇之本條第 1 項所指定管轄

法院之一，以對索賠作出判決。但在訴訟轉移前，被告須提供

                                                                                                                      
  5.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an agreement 

made by the parties, after a claim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has 

arisen, which designates the place where the claimant may institute an 

actions, is effective. 
71 羅俊瑋，同前註 67，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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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保證金，以確保支付訴訟最後判給原告之金額。（b）有關

保證金是否足夠，應由扣押港口或地點之法院裁定。」準此，

漢堡規則就扣押船舶所在地之法院，得就案件取得管轄權為規

定。然被告於一定條件下得提供扣押船舶地法院認可之擔保金

額，藉以確保對日後判決賠償之履行時，其即可請求法院將訴

訟移送至第 1 項所指定具有管轄權之法院。  

漢堡規則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按本公約有關貨物運送之

一切法律訴訟，不得在本條第 1 或 2 項未規定之地點提起。本

項規定不妨礙締約國採取臨時性或保護性措施之管轄權。」按

本項規定，可對原告選擇扣押船舶地加以限制。同條第 4 項規

定：「（a）如已在本條第 1 或 2 項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

訟，或已由此法院作出判決，相同當事人不得以同一理由提起

新訴訟，除受理第一次訴訟之法院判決在提起新訴訟地國家不

能執行；（b）為執行判決而採取措施，不應視為提起新訴訟；

（c）依本條第 2 項（a）款將訴訟轉移至同一個國家之另一法

院，或轉移到另一個國家之法院，不視為提起新訴訟。」第 5

項規定：「除前各項規定，依據海上運送契約提出索賠後，當

事人達成指定之索賠人可提起訴訟地點之合意應屬有效。」  

綜上，漢堡規則承認請求權人得於船舶所在地國之法院扣

押船舶，並藉由扣押船舶取得實體案件之管轄權。然被告得請

求將案件移送至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法院，但其需提出相當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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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藉以確保判決後所應負之賠償責任。相當擔保之數額須由扣

押船舶之法院為決定，於被告提供擔保後，法院可將訴訟移送

至：「（a）被告之主營業所，或如無主營業所時，其通常住所；

或（b）契約訂立地，但該契約須經由被告在該地之營業所、分

支機搆或代理機構訂立；或（c）裝貨港或卸貨港；或（d）海

上運送契約為此目的指定之任何其他地點。」等法院。於漢堡

規則強調取得管轄權之法院，應與運送關係或當事人有牽連關

係，其管轄權之行使始為適當，並藉以避免任意擇地訴訟之情

形。但因本規則承認扣押船舶而取得之管轄權，若將此作為一

連繫因素，當事人難免藉由扣押船舶而擇地訴訟 72。  

又漢堡規則規定之運送單據並非僅限於載貨證券或類此之

物權證券，因此就管轄權之規定，無論於載貨證券亦或該規則

規定之其他運送單據均有所適用。於我國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

規定與漢堡規則並未相同，本法規定之運送單據僅有載貨證券，

且本條項規定亦僅適用於簽發載貨證券之情形，故其似無法如

漢堡規則規定直接適用於載貨證券以外之其他運送單據。  

二、我國法院就載貨證券管轄權條款效力見解之檢視 

實務中運送人所簽發之載貨證券，即載有管轄權條款。我

國法院通常以載貨證券僅係單方當事人（即運送人）所擬定與

                                                      
72 羅俊瑋，同前註 67，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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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進而否准其效力。如最高法院 64 年台抗字第 239 號民事

判例、67 年 4 月 25 日第 4 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及 92 年度

第 7 次民事庭會議複審補充決議咸認，載貨證券僅為單方之意

思表示，進而否認載貨證券背面記載管轄權、準據法及仲裁條

款之效力。  

新近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427 號民事裁定亦論及：

「次按載貨證券係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後，應託運人之請

求，由運送人或船長單方簽發之證券，載貨證券上雖有『管轄

合意條款』之記載，乃運送人或船長單方所為之意思表示，除

有其他情事足認有合意外，不能單憑該項記載，認當事人已有

管轄之合意。」按前揭最高法院裁定要旨觀察，其似認為如得

以證明兩造當事人間有合意，則其承認載貨證券之合意管轄條

款。其後於該裁定，最高法院並論及：「系爭載貨證券背面記

載『基於本件契約所生任何訴訟須向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地方法

院提出』，尚不能認係相對人與再抗告人間就本件損害賠償訴

訟由台北地院管轄之合意。原法院未明再抗告人有如何與相對

人成立管轄合意之其他情事，及查明高雄地院對本件有否管轄

權，遽認上開記載係兩造間管轄之合意，台北地院對本件有管

轄權，尚有未合。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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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揭最高法院之見解觀察，其似認為合意管轄應優先於

海商法第 78 條規定為適用，而無論其是否為排他性之專屬合意

管轄。但就當事人合意之管轄權條款是否具為排他性之專屬合

意，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抗字第 674 號裁定曾論及：「國際

裁判管轄之合意，除當事人明示或因其他特別情事得認為具有

排他亦即專屬管轄性質者外，通常宜解為僅生該合意所定之管

轄法院取得管轄權而已，並不當然具有排他管轄之效力。又當

事人縱已合意選定特定國家之法院為專屬管轄法院，苟當事人

所選定者，對一方當事人極度不公平，或並非便利之法院，自

應允許當事人另於有關連之法院起訴，始足以保護當事人。」

即其原則上肯認管轄權條款之效力，惟其認該合意僅為任意管

轄之合意，而不具排他性。繼而，其又考量保護當事人、公平

性及法院審理是否便利等因素定國際裁判管轄權。本裁定其後

復謂載貨證券係定型化契約，而認其為「不公平條款」。  

本文認為載貨證券之管轄權條款非即屬專屬管轄權之合意，

其無法排除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果須排除海商法

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須其清楚約定載明為專屬管轄之合

意始得充之。若無約定為專屬管轄合意，則我國裝卸貨港之法

院依法仍就案件具有管轄權。於此情形，當事人得擇一法院為

119



44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1 卷．第 2 期 
 

起訴。受訴法院不得以其無管轄權為由，將案件移送於其他法

院。  

如前揭，載貨證券係海上運送契約之證明，若當事人間無

其他特別約定，載貨證券所載條款即可推定為運送契約之內容。

其上雖僅有運送人或船長所為之簽名，仍不得將之認為係運送

人單方之意思表示。就此，前揭法院認為載貨證券係海上運送

人單方意思表示之見解，實有再行進一步考慮之餘地。而就載

貨證券所約定之條款效力若何，學者有認為其判斷標準應以海

商法第 61 條規定加以辨別較為妥適 73。按我國海商法第 61 條

規定，運送契約或載貨證券記載條款、條件或約定，以減輕或

免除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因過失或本章規定應履行之義務

而不履行，致有貨物毀損、滅失或遲到之責任者，其條款、條

件或約定不生效力。  

進而，學者認為應立於貨方立場評估下列事項，藉以確定

是否有減輕或免除運送人之義務與責任 74，如：1、花費是否過

鉅？2、證據取得是否可能？3、標的勘驗是否可能？4、事實調

查是否可能？5、當事人就合意管轄地之語言及相關規定是否瞭

                                                      
73 黃國昌（2009），《國際民事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頁 127-128，台北：

元照；羅俊瑋，同前註 67，頁 119。  
74 張新平，同前註 6，頁 295-296；羅俊瑋，同前註 67，頁 118-119。  

120



論海商法第 78 第 1 項規定得否於海上貨運單適用 45 
 

解？6、是否對所有當事人均屬公平、合理？若其無違海商法第

61 條規定，不得逕認載貨證券所載之管轄權條款為無效 75。  

復如前述，現行我國實務見解認為涉外民事訴訟案件之國

際管轄權，係類推民事訴訟法規定為適用之見解觀察，以載貨

證券為運送人單方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其管轄權條款不得拘束

相對人之見解顯為不當 76。 

按載貨證券，一般咸認其係運送契約之證明。換言之，若

當事人間無其他特別約定外，載貨證券所載即可推定為運送契

約之內容。其上雖僅有運送人或船長所為之簽名，仍不得將之

認係為運送人單方之意思表示。果若得將載貨證券認係為單方

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則當事人間契約內容為何？若未約定，將

如何處理相關問題？復於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依其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成立之合意管轄，如兩造均為法人

或商人者，此合意管轄仍為有效。於海上運送契約之當事人通

常即為法人或商人，若就前揭規定類推適用，並無法得出載貨

證券之管轄權條款為運送人之單方意思表示，而無拘束他方契

                                                      
75 張新平，同前註 6，頁 296。  
76 林益山，同前註 36，頁 188-189；陳隆修、宋連斌、許兆慶（2011），《國

際私法：國際程序法新視界》，頁 268，台北：五南；張新平，同前註 6，

頁 298；柯澤東，同前註 6，頁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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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當事人之結論 77。退萬步言之，海商法第 77 條、第 78 條第 1

項增訂，亦可認係立法者亦間接承認載貨證券背面條款效

力 78。  

更進一步觀察，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3 條已規定：

「因載貨證券而生之法律關係，依該載貨證券所記載應適用之

法律；載貨證券未記載應適用之法律時，依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對載貨證券所記載之貨物，數人分別依載貨證券及直接對該貨

物主張物權時，其優先次序，依該貨物之物權所應適用之法律。

因倉單或提單而生之法律關係所應適用之法律，準用前二項關

於載貨證券之規定。」若如前揭司法實務見解，認為載貨證券

僅為當事人單方之意思表示而否准其效力，則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第 43 條之規定，似無任何意義存在 79。 

於現行實務所使用之海上貨運單，其上通常亦載有管轄權

條款。海上貨運單，如前所揭，其與載貨證券之差異在於其非

具物權憑證之功能。實務中，運送人於簽發海上貨運單時，亦

如載貨證券之簽發，其上僅有運送人之簽名。若就我國前揭多

                                                      
77 陳啟垂，同前註 37，頁 32。  
78 林益山，同前註 36，頁 193；柯澤東，同前註 6，頁 240-241。  
79 羅俊瑋，同前註 67，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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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實務見解觀察，海上貨運單上所載管轄權條款之效力，法院

見解仍將予以否認。  

三、涉及海上貨運單爭議案件管轄權之決定 

我國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

民國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或卸貨港

或其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其規定裝、卸貨港為我國

港口者，就該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即得由我國裝、卸貨港或

其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  

如前文所述，我國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係仿效漢堡規

則第 21 條規定而訂定，但其並未將漢堡規則該條規定完全繼受，

而僅就部分規定加以採納。漢堡規則所規範之海上運送契約單

據，並未如海牙規則或我國法規定侷限於載貨證券，海上貨運

單亦在其規範內。因此若以漢堡規則為觀察，無論係載貨證券

或海上貨運單等運送單據，該規則第 21 條就管轄權之規定，均

得為適用。  

按法律之規定經由解釋得以發現其真實意涵，法律解釋則

係於確定立法無疑義後，進而發現其真實涵意之程序。現今於

權力分立之原則下，原則上並不得以法律解釋藉以取代立法。

而立法則屬立法機關之權限，解釋則為行政暨司法機關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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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海商法就海上運送單據僅規定載貨證券，如前揭討論，對

於海上貨運單並未得以適用。就我國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

亦已明確規定僅就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始得適用，因此對於載

貨證券以外之其他海上運送單據所生爭議，如海上貨運單、電

子載貨證券，其應無得認為有本條項規定直接適用之餘地。  

進而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3 號解釋 80曾論及：「『省略

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省略』（Casus omissus pro omisso 
                                                      
80 本號解釋係對於監察院關於所掌事項是否得提法律案之問題，其解釋文論

及：「監察院關於所掌事項是否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憲法無明文規定，

而同法第八十七條則稱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論

者因執『省略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省略』（Casus omissus pro omisso 

habendus est）以及『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之拉丁法諺，認為監察院不得向立法院提案，實則此項

法諺並非在任何情形之下均可援用，如法律條文顯有闕漏或有關法條尚

有解釋之餘地時，則此項法諺，即不復適用，我國憲法間有闕文，例如

憲法上由選舉產生之機關，對於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院立法委員之選舉，

憲法則以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四條第二項載明『以法律定之』。獨對於監

察院監察委員之選舉則並無類似之規定，此項闕文，自不能認為監察委

員之選舉可無需法律規定，或憲法對此有意省略，或故予排除，要甚明

顯。  

憲法第七十一條，即憲草第七十三條，原規定『立法院開會時，行

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出席陳述意見』，經制憲當時出席代表提出修正，

將『行政院院長』改為『關係院院長』。其理由為『考試院、司法院、監

察院就其主管事項之法律案，關係院院長自得列席立法院陳述意見』，經

大會接受修正如今文，足見關係院院長係包括立法院以外之各院院長而

言。又憲法第八十七條，即憲草第九十二條，經出席代表提案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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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ndus est）以及『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之拉丁法諺並非在任何情形下均可援

用，如法律條文顯有闕漏或有關法條尚有解釋之餘地時，則此

項法諺，即無適用之餘地。」就我國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

觀察，本文竊認為非屬法律條文顯有闕漏之情況。因我國海商

法本僅就載貨證券為規範，故無所謂闕漏與否之問題。承前，

                                                                                                                      
張將該條所定『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提出法律案時，由考試院秘書長出

席立法院說明之』予以刪除，其理由即為『考試院關於主管事項之法律

案，可向立法院提送，與他院同，如須出席立法院說明，應由負責之院

長或其所派人員出席，不必於憲法中規定秘書長出席』，足徵各院皆可提

案，為當時制憲代表所不爭，遍查國民大會實錄及國民大會代表全部提

案，對於此項問題曾無一人有任何反對或相異之言論，亦無考試院應較

司法監察兩院有何特殊理由，獨需提案之主張。我國憲法依據  孫中山

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而制定，載在前言，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行政）、

第六十二條（立法）、第七十七條（司法）、第八十三條（考試）、第九十

條（監察）等規定建置五院。  

本憲法原始賦與之職權各於所掌範圍內，為國家最高機關獨立行使

職權，相互平等，初無軒輊。以職務需要言，監察、司法兩院，各就所

掌事項，需向立法院提案，與考試院同。考試院對於所掌事項，既得向

立法院提出法律案，憲法對於司法、監察兩院，就其所掌事項之提案，

亦初無有意省略或故予排除之理由。法律案之議決雖為專屬立法院之職

權，而其他各院關於所掌事項知之較稔，得各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以

為立法意見之提供者，於理於法均無不合。綜上所述，考試院關於所掌

事項，依憲法第八十七條，既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基於五權分治，

平等相維之體制，參以該條及第七十一條之制訂經過，監察院關於所掌

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實與憲法之精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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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商法之前揭規定亦無有解釋餘地之情形。此乃因我國海商

法本係基於海牙規則之體例所制定，其後雖有參考威士比規則

及漢堡規則部分規定為修正，但其仍無就此擴大解釋及於海上

貨運單之問題。且該條項雖係彷漢堡規則第 21 條之部分為規定，

但立法者於立法時，即就此限定於載貨證券此項海上運送單據，

因此按「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之拉丁法諺，於海

上貨運單，並無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之直接適用，應係無

可爭議。  

綜上，我國海商法於海上貨運單本即未為規定之情形下，

同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之涵攝範圍並未得以擴及於海上貨運單

或其他運送單據。且海上貨運單非如載貨證券為得轉讓之物權

憑證，本文竊認並無法直接適用海商法之規定。其至多以其同

具運送契約證明之性質，而為可否類推適用之問題。然就未簽

發任何運送單證之情形，本文認為尚難以該條之規定認為可為

得以類推適用。但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海商字第 10 號

民事判決觀察，其係認為就海上貨運單之爭議得直接適用海商

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此種見解似未妥當。且其將之擴及於未

簽發任何運送單證時之運送契約，亦得為適用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殊值再深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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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年度海商字第 10號民事

判決評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海商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認為海

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之規定，除於載貨證券得為適用外，於海上

貨運單、電子載貨證券等及其所證明之海上貨物運送契約均得

直接適用，作為確定爭議解決具管轄權法院之連繫因素。  

如同前揭，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僅規定就載貨證券所生之

爭議始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且該條規定之文字表達甚為明確。

就法律解釋之角度觀察，其並無得以將其解釋為於載貨證券以

外之運送單據，或其所彰顯之法律關係均可以直接適用該條項

之餘地。於簽發海上貨運單等，而非載貨證券時，至多係類推

適用我國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之規定以為決定，但非直接適用

該條項之規定。而於未簽發任何運送單證之海上運送契約關係，

更無為此推論之餘地。  

二、管轄權條款之效力 

就載貨證券所載之管轄權條款之效力，過往司法實務見解

係認為載貨證券僅有運送人一方之簽名，故該條款之約定僅為

單方之意思表示，而無合意管轄之效力。又於海上貨運單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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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權條款之效力，因海上貨運單為海上運送人所簽發，且其

上亦僅有海上運送人單方之簽名，故依前述對載貨證券所載管

轄權條款效力之實務判決觀察，亦將被認為非當事人雙方之合

意。然此等見解實應加以修正較為妥適，蓋載貨證券或海上貨

運單，實難以僅有海上運送人單方之簽名，即認其係單方之意

思表示。蓋載貨證券數百年來之發展，少有運送人以外之貨主

亦在其上簽名之情形。且因其僅係海上運送契約之證明，縱僅

運送人或船長一方簽名於其上，亦難以將此認係為單方意思表

示，而否准其上條款之效力。就載貨證券或海上貨運單上所載

管轄權條款，應視其有無海商法第 61 條規定之情形，藉以決定

其效力係較為妥適。      

三、我國海商法規範之缺漏 

我國海商法所規定之運送單據僅載貨證券乙種，且僅以此

為限。然於現今海運實務所使用之運送單據則非僅限於載貨證

券，因此我國海商法於再次修正時，實應考慮將海上貨運單、

電子載貨證券等各種類型之運送單據，就其法律關係加以規範。

現行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已經明訂僅適用於載貨證券所生

之爭議，無論以任何之法律解釋方法，均難以獲致本條項規定

得以直接適用於載貨證券以外之運送單據，或其所表彰海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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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契約法律關係作為決定解決爭議管轄權法院連繫因素之結論。

換言之，就海上貨運單之爭議決定管轄權之歸屬，至多僅係得

類推適用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之規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海商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之見解實有再行考慮之空間。我國

現行海商法前次修正為 1999 年，至今已有十六年之久。於前次

之修正，或就過往具爭議之處有大幅改變，但仍有諸多值得檢

討之空間。復於 2009 年聯合國制定鹿特丹規則，其規定較現有

三部已經生效之國際公約規範有大幅進展，且其係衡量與現今

海上運送實務之發展所獲致之成果。雖其已就海上運送法律關

係當事人利益之平衡加以考量，但此等規定可否獲得船、貨雙

方之接受，此時尚難就此下定論。我國交通部現已經啟動海商

法再次修正之巨大工程，期待能考慮現今國際公約與海運實務

之發展，並考量我國海上運送業及國內貨物貿易參與者之利益

平衡，就相關爭議內容為妥適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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